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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电脑能效等级与介绍不符
消费者直接诉请“假一赔三”被驳回

案
例2

“假一赔三”、“假一赔十”，常有消费者因为没有买到满意的商品
以此条款找商家维权索赔，甚至有消费者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消费维
权中，哪些情况下维权的请求法院不会支持？哪些不合理要求属于过
度维权？以下三个案件中，消费者的诉讼请求都被驳回。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艳

本期主题：过度维权

网购的五台笔记本电脑到
手后， 发现能效由网页宣传所
示和咨询客服人员时确认的
“一级”变成了“二级”。买家据此
认为卖家故意将二级标注成为
一级进行宣传，误导了消费者，
构成欺诈，未经售后交涉，直接
向法院起诉，要求卖家承担“假
一赔三”责任，网购平台承担连
带责任。近日，岳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就该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件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买家退货卖家退款，驳回买
家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费
由被上诉人即卖家承担。

网购五台电脑后起诉商家

“惠普鑫某达专卖店”是由
北京鑫某达公司（化名）在天猫
商城网购平台注册登记、 经营
的网店。 天猫公司及鑫某达公
司在网页上标注产品按相关规
定提供售后服务。

2017年6月，家住岳阳市华

容县的王晓贝（化名）在天猫商
城“惠普鑫某达专卖店”查阅了
某款电脑的宣传页面， 鑫某达
公司对该款电脑进行网页宣传
时提及该产品能效等级为一
级。 王晓贝反复询问鑫某达公
司客服， 确定电脑能效等级为
“一级”后，在没有任何额外优
惠的情况下，付款33496元购买
了五台该款笔记本电脑。

收到电脑后， 王晓贝发现
笔记本电脑标注的是二级能
效， 在未与“惠普鑫某达专卖
店”、天猫商城进行任何售后衔
接的情况下， 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除要求退货退款外，王晓
贝还请求法院判令鑫某达公司
与天猫公司赔偿自己购物款3
倍金额，即100485元，并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法院认定虽然宣传过错
但不构成欺诈

鑫某达公司辩称， 自己对

能效等级与事实不符的宣传系
工作失误造成， 不存在刻意弄
虚作假的欺诈行为。 王晓贝仅
以电脑能效等级作为选购电脑
的重要因素，违背生活常识，且
其购买产品的目的并非为个人
使用， 而是利用销售商在宣传
中的差错获取不当利益， 其行
为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法
院不应鼓励。

天猫公司在收到人民法院
起诉材料后， 即对鑫某达公司
的涉案产品进行了下架处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双方各自完成退货退款义务，
驳回王晓贝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用2980元， 由王晓贝
承担75%，鑫某达公司负担其余
部分。

王晓贝不服， 上诉至岳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过，岳阳中
院驳回了上诉，终审维持原判。
鑫某达公司作为夸大宣传引发
纠纷的违约方， 法院判处其负
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元。

诉请“假一赔三”？ 不鼓励过度维权
消费维权中，诸多情形法院不会支持 维权过度当心损失更大

岳阳中院民二庭庭长李琛介
绍， 消费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是法
定的维权方式之一， 但司法是解
决社会矛盾争端的最后一道屏
障， 不是解决矛盾争端的唯一途
径。电脑效能不符案件中，王晓贝
收到货物时即在外包装上发现了
问题，本可以依“7天退换”规定及
时退货退款避免损失，也可以通过
网络购物平台提供的多元纠纷解
决途径用最小的社会成本化解纠
纷，而其直接起诉。“人民法院不允
许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不鼓励
消费者过度维权。”李琛说。

过度维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
的定义，是相对于依法、理性维权
而言的一种综合判断。 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漫天要价，即消费者在

被侵权后索赔金额远远超出了合
理范围； 另外一种是反应过激，采
取过激的手段维权，如采取夸张手
段曝光被侵权的事实，聚众找商家
讨要说法并扰乱其正常营业等。

李琛建议， 消费者认为权益
受到侵害，应注意及时固定、保留
交易凭证及有关损失的证据，可
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仲裁或
诉讼途径解决。 维权中应该注意
不要夸大商家的侵权行为和自己
的损害后果， 避免提出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的不切实际的诉求，
尽量选择简单便捷的纠纷解决途
径。此外，还应注意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如果没有采取适
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扩大的
损失得不到赔偿。

“促销价￥1799元，限时一
天抢”，想买空调的邵阳人方先
生连续两天在天猫商城某旗舰
店下单，买了同一型号空调，第
三天，这个标语还挂在网页上。
方先生认为自己受到欺诈，将
卖家和天猫公司一同告到邵阳
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
判决两被告连带承担退还原告
货款3598元及支付三倍赔偿款
10794元的义务。

方先生称，2016年5月14日
及5月15日，他在天猫商城的某
旗舰店内分别购买了一台格兰
仕空调，每台售价为1799元。他
首次购买时， 因销售页面上标
明了“限时一天抢”而下单，但第
二次购买时及此后连续几天，

他发现其销售页面上仍为“限时
一天抢”。方先生认为，商家存在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
反了法律规定，而天猫公司作为
销售平台提供者未能及时采取
措施制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也应对他的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商家辩称，方先生购买商品
后，并未通知商家或厂家进行安
装使用，其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
了牟利而非生活需要，因此他不
是适格的消费者。涉案的商品均
是质量合格的产品，且已实际交
付方先生，因此要求退还货款于
法无据； 该公司不存在欺诈行
为，即使宣传广告违反了相关规
定也只是接受行政处罚而非民

事赔偿。
北塔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方

先生两次购买涉案商品时，商家
虽在商品销售页面上标示促销
价1799元，限时一天促销，且在
此后一天仍未变更该商品的价
格，但该行为并不能直接等同于
欺诈。方先生在购买前已经综合
相关信息对涉案商品的价格、品
质等作出了合理判断，继而连续
两次进行购买，并未因“限时一
天抢”的宣传而作出错误的意思
表示，且其所购商品也未因存在
质量问题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

据此，法院认为商家构成欺
诈的事实依据不足，驳回了方先
生的诉讼请求。

宣传能排毒通便、 祛湿利水、
健脾养胃， 长沙刘女士先后花了
3920元买了40瓶中成药“冬术散”，
向商家所在地食药监部门投诉举
报后， 在长沙天心区法院起诉商
家。 刘女士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
偿。近日，长沙中院二审宣判了该
案，刘女士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网购多功效中药粉后起诉

2016年5月， 刘女士通过某
银行的网上商城， 看中了一款名
为“冬术散”的中药粉，该商品页
面号称有排毒通便、祛湿利水、健
脾养胃等功效，售价98元。刘女士
买了10瓶。此后不久，刘女士分两
次下单，再次购买了共计30瓶“冬
术散”。

收货后，刘女士以所购“冬术
散” 涉嫌违反非法添加向商家所
在地区食药监部门投诉举报。该
部门认定：冬术散属于药品，商家
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药
品冬术散的行为违法， 并作出行
政处罚。 经查明， 商家通过将白
术、薏苡仁、茯苓、白扁豆、桑白皮
5种原料按1∶1∶1∶1∶1的配
比，拿到打粉店打成粉状，然后在
其食品生产厂房进行贴标签的方
式生产，并通过银行网站销售。

刘女士向天心区法院起诉商
家， 请求法院判决退还3920元货
款， 并按购买价格3倍赔偿11760
元。天心区法院一审判决后，刘女
士不服，上诉到长沙中院，近日，长
沙中院作出二审判决。

法院：消费者知晓商品瑕疵

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双方提供证据， 能够证明刘女士
分三次购买涉案产品“冬术散”40
瓶，货款共计3920元。根据食药
监部门处罚决定，涉案产品“冬术
散”， 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商
家应该返还货款3920元。

刘女士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
涉案产品， 购买数量明显超过正
常生活需求， 并非为生活所需购
买产品。此外，购买涉案产品后，
刘女士马上向食药监部门进行投
诉、控告，指出商家违法行为等。
由此分析， 刘女士在购买涉案产
品时， 已经知晓产品存在质量瑕
疵， 她也并非因商家欺诈行为而
购买涉案产品。因此，刘女士主张
获得3倍价款赔偿， 没有事实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长沙中院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 由商家返还3920元，驳
回刘女士其他诉讼请求。

案
例1
购买40瓶号称各种功效的中药粉后投诉
法院认定购买数量超出日常所需

“限时一天抢”连续几天一个价
消费者连续两天买空调后起诉商家

案
例3

维权中应避免扩大损失


